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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年國際慈濟人醫論壇

特別報導

文／慈濟美國總會

健康心覺醒

二○一九年國際慈濟人醫論壇首度移師美國，三月二十九至三十一日，來自十六國家地區計四百多名

醫療專業人員共同研討醫學新趨勢。圖為各國代表身著傳統服飾並掌旗參與開幕式。攝影／ Victor 

Ro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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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年國際慈濟人醫論壇於三

月二十九至三月三十一日在美國展開，

來自全球各地的不同醫療領域專家分

享令人驚歎的最新醫療技術，並針對中

西醫學、牙科、眼科、氣候變遷、正念

減壓、大體捐贈、社區醫療服務等等專

題進行探討。主辦方慈濟美國總會正逢

成立三十周年，又首度舉辦「國際慈濟

人醫論壇」，藉此因緣盛會，從義診

中心、行動醫療車到分支據點，細數

慈濟在美國以慈善結合醫療深耕的軌

跡……

論壇探新知  援助貧病秉初衷

三月二十九日論壇隆重開幕，來自澳

洲、巴西、緬甸、加拿大、中國大陸、

厄瓜多、宏都拉斯、印尼、墨西哥、

馬來西亞、菲律賓、巴拉圭、新加坡、

泰國、臺灣、美國等十六個國家地區

四百多位專業醫療人員在加州聖迪瑪斯

(San Dimas)齊聚一堂，探討醫療新趨

勢。

面對氣候災難肆虐、資源枯竭問題緊

迫，國際慈濟人醫會在世界各地救急扶

傷的腳步更加緊湊，因此論壇首日聚焦

人道援助，呼籲更多醫療人員加入義診

行列，讓大愛跨越宗教與國界。慈濟美

國總會執行長黃漢魁、慈濟美國醫療基

金會執行長葛濟捨、慈濟醫療志業執行

長林俊龍、慈濟慈善志業基金會執行長

本屆論壇欣逢慈濟美國總會三十周年慶，洛杉磯縣長巴格在開幕式上特別頒發感謝狀，感恩慈濟多年

來在美國的醫療、教育與慈善上的義助。左起慈濟美國總會執行長黃漢魁、慈濟醫療志業執行長林俊

龍、巴格縣長、慈濟美國醫療基金會執行長葛濟捨、慈濟慈善志業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慈濟全球志

工總督導黃思賢。攝影／周幸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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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博文、慈濟全球志工總督導黃思賢，

以及十六個國家地區的人醫會代表熱

情歡迎來賓參加這場為期三天的醫療

盛會。

黃漢魁首先歡迎全球的慈濟人醫回

到美國的家，感謝醫療團隊與所有志工

成就這次論壇活動。

加州洛杉磯縣長凱瑟琳 ‧ 巴格

(Kathryn Barger)也特地前來，於會中

頒發感謝狀給慈濟美國總會與慈濟醫

療志業，她表示，一九九三年慈濟在加

州阿罕布拉市 (Alhambra)成立義診中

心，二十六年來她親眼見到慈濟人為眾

多新移民提供免費醫療服務。 

州 參 議 員 康 妮 ‧ 萊 瓦 (Connie 

Leyva)致詞表示，慈濟進入低收入地

區，服務社會暗角的居民，留下許多感

人的故事。她記得有一年與慈濟合作為

移動屋 (Mobile Home)社區的貧窮居民

募集耶誕禮物，一位女士拿到慈濟發放

的環保毛毯而流下眼淚，說深夜將不會

寒冷難熬，這一幕也讓她濕了眼眶，不

再把飽食足衣當成理所當然，「善良不

是人的弱點，而是一股堅韌力量，帶領

我們一起來幫助人。」

林俊龍執行長一九九三年時任洛杉

磯北嶺醫學中心院長，參與並催生美國

慈濟義診中心的成立。他憶及二十六年

前為設在阿罕布拉市的美國慈濟義診

中心剪綵開幕，彷彿昨日情景，那也是

海外第一家慈濟義診中心，「當時許

多政府單位頒獎給慈濟，這些官員說，

參議員康妮在開幕式上致詞感謝慈濟志工多年以

來的貢獻。攝影／ Victor Rocha

三月二十九日「媒體與醫療」課程上，臺中慈

院簡守信院長以資深節目主持人的經驗，說明

對大眾宣導醫療常識可以是多元化的。攝影／

馬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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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移民初到美國，都想了解各種醫

療福利，但慈濟是第一個不向政府尋求

資源的團體，而是主動提供醫療服務給

窮苦的人，所以要大加表揚。」如今國

際慈濟人醫會在全球共有一萬八千名

成員，在五十個國家地區義診服務超過

三百萬人次。

醫療與健康  從心覺醒

國際慈濟人醫論壇三天議程以「健

康心覺醒：從身心靈探討健康促進」，

探討近來相當熱門的中西醫整合醫療、

針灸、正念減壓 (MBSR, Mindfulness-

Based Stress Reduction)、牙醫、人工

智能等多元課程。

首日課程中，慈濟大學曾國藩副校長

分享「無語良師」，說明慈濟大學的大

體解剖教學及推動遺體捐贈，鼓勵學生

與捐贈者家人緊密互動，讓解剖教學超

越了學習身體結構，安慰了家屬，也培

養醫療專業人員的同理心。南加州器官

捐贈協會「遺愛人間」(One Legacy)執

行長湯姆‧蒙 (Tom Mone)博士，是

美國慈濟在社區的長期合作夥伴，暢談

在美國和亞洲地區，推動器官和組織捐

贈方面的努力，及與慈濟合作的過程。

臺中慈濟醫院院長簡守信以「媒體與

醫療」為講題，以個人長期主持的「大

愛醫生館」節目，融入藝術、音樂、電

影的角度，說明對大眾宣導醫療常識可

以是多元化的。幽默豐富的內容，讓學

員不斷露出笑容回應。

新視界  護眼專車巡往美東

美國慈濟醫療基金會副執行長溫俊

強談「看見成功――校園視力計畫」，

藉著大愛眼科醫療巡迴車進入加州佛

瑞斯諾的校園，為一戶墨西哥裔的四名

三月二十九日下午，兩輛全新

的大愛眼科醫療車啟用儀式，

論壇與會嘉賓共同剪綵祝福。

攝影／駱淑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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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配眼鏡，進而發現到這個家庭的

貧病苦，提供這家人身心靈的照顧的

故事，讓學員的悲心升起。溫俊強問：

「二十五元美金可以幫助一個孩子看

見未來，您會做嗎？」大家齊聲說：

「Yes！」

下午，全體論壇與會嘉賓歡喜出席

兩輛全新的大愛眼科醫療車啟用剪綵

儀式；一輛為驗光車，另一輛為配戴眼

鏡車，兩輛車將由五位志工接力駕駛，

從位在西岸的加州出發，預計八天後，

於四月七日抵達紐約，服務美國東岸民

眾。

從醫療走上關懷的接引

海地醫師傑瑞 (Jery Espérance)認為，

許多非華裔的醫療人員剛開始參加慈濟

人醫會，可能因為自己的膚色有些不自

在，但只要多交流，就會發現「友善」

是慈濟的文化，可以改變人的一生。

來 自 西 雅 圖 的 喬 登 (Jordan Van 

Voast)是針灸師，二○一○年曾隨著慈

濟義診團隊進入發生地震後的海地。篤

信佛教的他，七年來與志工廖慮直投入

慈濟為更生人舉辦的再教育課程，每次

四十五分鐘的課，他用佛法與學員交流

互動、分享靜思語，讓更生人內心感到

更平靜。

發願當尼加拉瓜第一顆種子的卡瑞

納 (Corina Quintana)，在美國拉斯維

加斯長大，曾回臺灣參加慈濟人醫會

年會，在園區巡禮時，走到了插滿有

慈濟人國度的大愛無國界區，她指著

尼加拉瓜地圖說：「我要把慈濟的旗

子插在這裡！」因夫婿是尼加拉瓜人，

讓她看到當地的貧窮。不久她將搬到

星光夜語時間，道侶廣場上學員分組圍坐，溫俊強（中）分享在北美推動義診的心路歷程。攝影／朱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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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擔心身處遠地要如何接受培

訓，期望大家的祝福。

夜晚，學員在道侶廣場分組圍坐聆

聽分享。溫俊強表示，北加州慈濟佛

瑞斯諾聯絡處只有十五位慈誠委員，

每年卻能舉辦一百場以上義診、每場

有四百位本土志工參與，關鍵就在「步

步踏實做」。

近期熱帶氣旋伊代 (Cyclone Idai)重

創東非三國，慈濟美國總會啟動「援

助熱帶氣旋伊代受災戶」募款活動。

林俊龍表示，賑災團走在前頭，義診

團緊隨其後，期盼更多人參加慈濟人

醫會。「行醫最重要是了解『施比受

更有福』」，他表示，人醫踩過菲律

賓海燕颱風留下的滿地泥濘、為尼泊

爾大地震的受災婦女接生、到土耳其

義診中心為敘利亞難民看診，無論人

醫到何處，都是九十度向病人鞠躬，

讓尊重與慈悲，超越國界、膚色、性

別、文化、宗教等限制，讓愛在人與

人之間傳遞。

中西醫整合  創新深化以人為本

三月三十日，國際慈濟人醫論壇第

二天課程聚焦中西整合醫學，由加州

大學洛杉磯分校東西醫學中心創辦人

許家傑主任分享研究成果。許家傑指

出，中西整合醫療的精髓是以人為本，

不是治病，因此治療方法不僅包含中

醫傳統療法，會融入運動、飲食、心

理照護等多方面照護，以達到最好的

治療效果。

鑽研癌症醫學的閻雲教授帶領學員

探討精準醫療，分享三大重點：第一、

精準醫療技術可以讓新生兒的疾病檢

三月三十日上午七點，全體學員在同心圓廣場進行 太極拳早操。攝影／ Victor Ro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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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由六個月縮短為一個月。第二、精

準醫療技術可以讓有潛在疾病基因的

人，提早發現問題得到醫治。第三、從

精準人工智慧醫學中，讓醫生利用科學

的進步，縮短時間有效率來照顧病人。

一九九三年，上人決定要建立骨髓資

料庫，閻雲因協助而後加入慈濟，至今

已二十五年，期許自己為上人、為慈濟

要努力工作。他表示雖然此次分享內容

淺顯，但是學員的反應非常好。此次論

壇重點是東西方醫學結合、發揚素食、

全球暖化及啟發慈悲心，了解災難帶來

的警惕，頗具國際性水準，也辦得很成

功，相信大家收穫都很多。

講 師 林 賽 ‧ 庫 格 爾 (Lindsey E. 

Kugel) 則帶來近年獲美國各大企業

及各領域專業人士重視的正念減壓

(MBSR)。她鼓勵醫護人員多傾聽，留

意每個念頭，以正念讓慈悲心永不退

轉。庫格爾說，練習正念的好處是減緩

壓力，快速恢復情緒的平靜。其中一

個方式是數息法，將注意力放在呼吸

吐氣，留意自己的心念，專注在當下。

另一個減壓方法是布施時間傾聽他人。

「試想有一個人專心聽我們講話，我們

可以迅速釋放壓力」，因專心聆聽他人

就是展現慈悲心。

緊接著分組課程依不同專科領域進

行討論。許國豪醫師承接父親許家傑

「醫」缽，有願同行在中西醫綜合醫療

道上，在中西結合優化自癒能力課程

中，以案例說明中西合璧的優勢。花蓮

慈濟醫院副院長何宗融也藉由中西醫

合療的臨床經驗，講解針灸療法。其中

提到中醫也能支援急診處置，能達到減

輕急診壅塞，降低留觀時間及減少醫療

浪費。

西醫分科討論，花蓮慈院院長林欣

榮介紹慈濟醫療團隊對罕見重症治療

成效，透過疾病的症狀，如何用中西醫

及幹細胞方式來治療。這堂課對醫護人

員獲取醫學新知，及個人保健都非常受

用。林院長並以幹細胞治療中風成功案

例做解說，患者是八十九歲的楊老先

講師林賽庫格爾鼓勵學員，將正念減壓運用在

快節奏的醫療職場上。攝影／駱淑麗

三月三十日的課程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東

西醫學中心創辦人許家傑主任分享中西醫合療

上的研究成果。攝影／黃友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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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治癒後加入慈濟環保站服務，病人

及家屬感恩生命的重生，啟發病人慈悲

心，捐贈醫療設備嘉惠人群。

大林慈院關節中心呂紹睿醫師過去

曾見到許多病人被診斷為退化性膝關

節炎，做了人工膝蓋關節換置手術，雖

然手術成功，沒多久膝蓋又開始疼痛，

讓他質疑究竟膝蓋是否真的「退化」。

某次赴加拿大旅遊，看到冰河侵蝕的山

麓、瀑布切割的峽谷，乍現或許「退化

性關節炎」為摩擦引起，而非「退化」。

後經十多年研究，發現內側皺襞與關節

的摩擦造成的「內側摩擦症候群」，只

要膝蓋彎曲超過六十度，就會對膝蓋軟

骨造成破壞作用。

呂紹睿著有《自己的膝蓋自己救》、

《新膝望》等書，並提出可有效保養膝

蓋的膝關節健康促進操。他表示，最感

動的是看到病人接受治療後，十幾年都

沒有膝蓋疼痛問題，可以跑步、打球，

跟朋友出遊、露出燦爛的笑容。

來自紐約的物理治療師劉奕辰，分

享了牙齒的排列以及身體的姿勢，和身

體控制的關係。牙醫看重齒列以及顳顎

關節下頷骨活動部分，在物理治療師看

到的是全身的活動。牙齒產生的問題，

會影響到身體的活動，也有可能身體的

活動問題，反過來影響到牙齒。物理治

療師和牙醫師該如何相互合作，不只是

就頸椎的部分，腰椎、走路及肩膀都有

相當的關係。不同專業層面的結合，是

他所關注的重點。

人醫襟懷　惜福護眾生

大林慈院林名男副院長帶來環境與

健康議題。慈濟各院區力行環保，例如

在屋頂裝設太陽能板，重覆使用再生水

及一些醫療器材。因為所有慈濟醫院都

大林慈院林名男副院長

在分組課程中，分享各

家 慈 院 力 倡 環 保 與 素

食，守護環境與健康。

攝影／游欣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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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推廣素食，所以臺北慈濟醫院附設的

星巴克咖啡店，是該企業在全球連鎖店

中唯一只賣素食的門市。氣候的變遷一

年比一年加劇，各種天災在全球頻頻發

生，其實每個人都應該盡一份力量去做

改變。

馬來西亞的陳成亨 (Dr. Eddie Chan)

醫師強調真正的健康不僅是身體的，更

包括心靈健康以及相關的社會歸屬感。

因為許多痛苦來自於欲求，而推己及

人的大愛，是改變人我關係、獲得歡

喜的要訣。他以馬國罕見疾病患者梁

德鴻的故事為例，說明藉由慈濟人的

幫助，雖然未被治癒，但梁德鴻的身

體與家庭狀況，都獲得極大的改善。

聆聽陳醫師報告後，不少與會者提出

了許多問題，共同關心如何讓國際慈

濟人醫會發揮更大的作用，讓更多醫

師願意加入行善。

菲 律 賓 慈 濟 人 醫 會 史 美 勝 (Dr. 

Antonio Say)醫師，回顧在海燕颱風重

創菲律賓之後，來自十三個國家的慈濟

人，如何在「空氣中充滿屍臭味」的重

災區，協助清理環境及重建家庭。又在

奧莫克 (Ormoc)風災之後，慈濟協助建

立大愛村，而慈濟眼科醫師的義診，也

使許多當地因病而貧的人重獲光明。他

感恩在上人的領導下，慈濟人能從困境

與分歧中重建和諧的成就。

多位醫師也分享加入慈濟人醫會的

心得收穫。來自尼泊爾的勝偉醫師 (Dr. 

Sarvesh Gyawali)，法號惟傳，現居西

雅圖，正在接受培訓中。二○一五年尼

泊爾震災，家鄉得到慈濟的幫助，包含

發放、義診、醫藥的支援，讓他非常的

感恩。

菲律賓慈濟人醫會史美勝醫師娓

娓道來慈濟在菲律賓的賑災及義

診付出。攝影／ Victor Ro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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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說葡萄牙語、西班牙語等多國語

言的林品全中醫師，經歷車禍致行動不

便，但十四年來，每星期自費從巴西聖

保羅市搭機到巴拉圭東方市義診，每個

月也帶學生參與大型義診。針灸技術高

明的他，希望透過教學及義診，貢獻自

己的一份心力。

墨西哥醫師吉爾達‧瓦爾迪茲 (Dr. 

Gilda Valdez)有著中西醫背景，二○

一八年因慈濟人在墨西哥進行義診，讓

他心生感動加入其中。深感中西合併的

醫療，讓他更接近病人，義診則使他看

見人間疾苦，參與論壇更加深認識慈濟

的善行，讓他發願明年要邀請更多人來

參加。

行願美國三十載  與苦難人同在

三月三十日同時慶祝慈濟美國總會

論壇學員不分國籍、年紀，在課程中

專注聆聽、學習。攝影／游欣達

香積志工們以廟會的形式，用心準備各式特色蔬

食小吃，讓學員們大飽口福。攝影／駱淑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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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健康心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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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周年，將近六百人齊聚加州聖迪瑪

斯 (San Dimas)的慈濟美國總會園區參

加盛會。

聖迪瑪斯市長柯蒂斯 ‧ 莫里斯

(Curtis w. Morris)感謝慈濟讓此地成為

寶地，為當地創造許多行善機會。

往事歷歷如在眼前，黃思賢督導回

憶走入慈濟情景，在事業巔峰時毅然決

定全心投入慈濟，回想起走入聖迪瑪斯

園區的第一天，感恩有曹惟宗及葛濟捨

師友相伴，共同經營美國慈濟人心靈故

鄉。

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偕同志工

林華音向與會來賓分享，二○一七年

哈維颶風造成重大災情，慈濟人在

三十天完成了超過三十場的賑災發

放，發放金額高達七百萬美金（約

二億一千五百七十五萬新臺幣）。這樣

無私的愛，為災民帶來了希望，感動了

德州迪金森 (Dickinson)市市長茱莉‧

馬斯特 (Julie Masters)，市長特地透過

影片再次傳達對慈濟人的感恩，並且祝

賀慈濟美國三十周年慶。

北加州分會執行長謝明晉，見證分

享慈濟人對於二○一八年十一月才發

生的坎普山火，災後發生至今一百四十

天過去了，但是慈濟人的愛仍一直延

續中。

精進圓緣　明年雅加達見

三月三十一日進入最後一天的課程，

黃思賢笑言，國際慈濟人醫會英文名

「TIMA」，讀起來就像「天馬」，但

做起事絕不「天馬行空」，義診足跡踏

三月三十日舉辦的慈濟美國總會

三十周年晚會，論壇學員與各界

嘉賓同慶。攝影／周幸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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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年國際慈濟人醫論壇

遍全球五十個國家地區。他也馬不停

蹄，不久前到俄羅斯關懷單親家庭孩

子，還將去非洲熱帶氣旋伊代重災區援

助。「證嚴上人一生從來沒離開臺灣，

但心繫全世界苦難的眾生，推動慈濟人

在世界各地賑災。」黃思賢提醒慈濟

人長養慈悲心，面對苦難更要發大願，

而慈濟人醫會就是人間佛教的實踐，將

佛法落實在行動中，為苦難的人拔苦予

樂。

慈濟美國醫療基金會執行長葛濟捨

憶及，二○一七年墨西哥大地震過後，

美國慈濟人醫會原訂辦一場義診，但最

終配合物資發放，連續辦七天義診。又

後來墨西哥志工反映當地需要醫療服

務，有感於災區需要長期關懷，美國團

隊再以一年四次到墨西哥義診。經過一

年努力，不少受災戶轉變成為助人者，

加入志工籌劃義診，幫助更多人找回生

活希望。

慈濟慈善志業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

呼籲各國志工效法臺灣慈濟的模式，發

展回收重製成生活環保用品、推廣素

食，凝聚社區力量做環保，「期盼所有

人讓地球再度『綠』起來」。

許多來自中南美洲等地的人醫為慈濟

的大愛所感動，願意成為慈濟在宏都拉

斯、厄瓜多的種子。厄瓜多慈濟志工珍

妮佛 (Jenyffer Ruiz)：「看到慈濟美國總

會多數建築保持著往西班牙殖民風格，

感覺是整個美洲大陸慈濟人的家。」她

引述墨西哥慈濟人醫會志工野村賢 (Ken 

Nomura)在報告時曾談及，土地和居民

會隨時代不斷的交融，「但無論如何演

變，人們對於善行的期待不會改變，慈

濟所能發揮的重大作用也不會改變。」

慈濟美國醫療基金會執行長葛濟捨

隆重宣布：「二○二○年國際慈濟人醫

論壇將在印尼的雅加達舉辦。」眾人見

證下，印尼代表團隊接過會旗，慈濟慈

善志業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又帶來好消

息：「二○二○年印尼將有一所大型

的慈濟醫院開幕，屆時大家再續人醫

緣。」

三月三十一日論壇圓緣，厄瓜多志工珍妮佛

（右）與巴拉圭志工馬爾達分享要在中南美洲

散布慈濟種子。攝影／ Victor Rocha



人醫心傳2019.540

1健康心覺醒
特別報導

後  記

唐志榮、張敏亮、張永良等五名慈濟志工接

下重任，花八天的時間將兩臺眼科醫療車從

南加聖諦瑪斯園區運送至慈濟紐約分會。

大愛眼科醫療車

八天駛抵紐約加入義診

兩臺全新的大愛眼科醫療車，在二

○一九年國際慈濟人醫論壇上交付給

慈濟紐約醫療團隊。五位醫療志工身

兼重任，三月三十一日啟程，將這兩

臺醫療車從位在南加州的美國總會聖

諦瑪斯園區，一路橫跨美國開往紐約，

途經十幾個州，約四千五百公里遠，

從豔陽天到下雪，橫跨四個時區。

平均年紀五十幾歲的志工，義無反

顧扛下這個任務，年輕時開車跨越北

美旅行的夢想，現在得以實現，但

其實背後還有更大的心願。慈濟志

工張敏亮：「我們開回紐約後，就

能為社區需要的人提供一條龍的視

力保健服務。我覺得很光榮。」在

家人全力支持下，被稱為「五虎將」

的志工彷彿回到年少青春，那股身

負重任踏上未知旅途的神采飛揚，

都寫在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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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年國際慈濟人醫論壇在拉斯維加斯帶著慈濟家人的祝

福，將大愛醫療車駛往美國東岸。

從南加州開著大愛醫療車出發，最

先停靠的第一站，是四個多小時車程

外的拉斯維加斯。五位志工造訪當地

慈濟聯絡處，看到唐三藏取經的雕像

也不忘模仿一番：三藏帶著經文橫跨

中亞，志工們則是開著大愛眼科醫療

車橫跨北美，同樣都是為人類福祉而

奔波，再難都歡喜。

五位志工除了短暫加油和超市採買

衛生紙等日用品稍作休息，吃、喝、

睡都擠在醫療車上：交替開車、彼此

打氣、披星戴月、連日趕路，每天開

十個小時，奔馳在衷心為他人服務的

菩薩道上。

沿路陪伴的是廣闊的黃土和永無止

境的公路——愛荷華州下雨又逢雪、

伊利諾州路經芝加哥分會、印第安納

州的收費站可以讓志工討論半天……

可愛的志工們在雕像前模擬

西遊記的角色活動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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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健康心覺醒
特別報導

白天黑夜輪班交替，開車的人專注路

況，沒開車的就負責和開車的聊天提

振精神。

當然也不是沿路都平順，因為車子

發出怪聲響而沿路找保養廠檢修後再

上路……護送醫療車責任太大了！精

神和體力都是從未有過的挑戰！第六

天，志工們在手機簡訊上真情流露說：

想家了。

這樣經過了八天，一行人於四月七

日途經新澤西分會後，風塵僕僕抵達

紐約法拉盛終點站：慈濟紐約分會。

慈濟志工請來舞獅歡喜迎接五虎將「回

家」，煮熱騰騰的美味餐點為他們「洗

五人交替開車，每天開十個小時趕

路，從豔陽天到下雪，橫跨四個時

區、四千五百公里。

志工開車累了，直接在車

上席地而睡補充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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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年國際慈濟人醫論壇

塵」，連日來的疲憊總算得以舒緩。

慈濟紐約分會執行長蘇煜升：「這

兩部全新大愛眼科醫療車的加入，代

表慈濟醫療基金會正式在美國東岸成

立。」

這兩臺大愛眼科醫療車身負重任，

過去所有的大愛醫療車都在美國西岸

服務，現在東岸也有了裝了四個輪子

的「行動診所」，就可以載著醫療人

員和先進的眼睛檢查設備、驗光設備、

鏡框和鏡片，開往低收入設區，讓許

多人的「視界」，因此變美好。（文、

圖片／慈濟紐約分會提供）


